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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12日电
（记者 王优玲）新华社12日受
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意见提出到 2020年，我
国供给质量明显改善，供给体
系更有效率，建设质量强国取
得明显成效，质量总体水平显
著提升。

指导意见强调，提高供给
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
攻方向，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
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
务。要坚持以质量第一为价值
导向，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需
求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根本
目的。

——产品、工程和服务质
量明显提升。质量突出问题得
到有效治理，智能化、消费友好
的中高端产品供给大幅增加，
高附加值和优质服务供给比重
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中国建
造、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国际竞
争力显著增强。

——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
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大幅提
升，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价值链
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质量
效益特征更加明显，服务业提
质增效进一步加快，以技术、技
能、知识等为要素的质量竞争
型产业规模显著扩大，形成一
批质量效益一流的世界级产业
集群。

——区域质量水平整体跃
升。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
布局更加合理，区域特色资源、
环境容量和产业基础等资源优
势充分利用，产业梯度转移和
质量升级同步推进，区域经济
呈现互联互通和差异化发展格
局。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效
能充分释放。计量、标准、检验
检测、认证认可等国家质量基
础设施系统完整、高效运行，技
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增
强，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对科
技进步、产业升级、社会治理、
对外交往的支撑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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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军在防御“泰利”台风会商会上强调

强化预警精心调度 突出重点严密防范

关于在宁德市区试鸣防空警报的公告

新华社石家庄9月12日电（记
者 叶昊鸣 闫起磊）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 12日在石
家庄表示，将在全国组织开展家政
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目前已经
达成了一批劳务对接扶贫协议。

当日，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接
扶贫行动的签约仪式在河北省石家
庄市举行。此次签约仪式中，东部
地区9省市与中西部地区17省区市
签订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协
议28份，东部地区25个中心城市与
中西部地区 40个贫困县签订扶贫

行动协议 41份，东部地区 8个家政
服务企业（行业协会）与中西部地区
8个贫困县签订扶贫行动协议8份。

“转移就业是实现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脱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邱小平说，目前有大量农村贫困劳
动力有待转移就业，如果通过精准
就业服务引导帮助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转移到家政服务领域就
业，不仅能帮助农村贫困劳动力实
现稳定就业、稳定增收、稳定脱贫，
而且能增加家政服务供给、促进家
政服务业发展。

邱小平介绍，下一步将聚焦家
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目标，把
转移了多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稳
定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增加了多少
家政服务员供给、带动了多少贫困
人口脱贫作为衡量成效的主要指
标；要扎实搞好对接服务，贫困县要
主动提供精准就业服务，中心城市
要建立健全岗位开发、技能培训、就
业服务、权益维护“四位一体”的工
作机制，各省区市家服办将加强对
中心城市和贫困县劳务对接扶贫行
动的指导、督促和考核。

人社部将在全国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

根据《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市政府
决定，2017年9月18日组织宁德市区防空警报试鸣。

试鸣时间为 9月 l8日上午 9时至 9时 15分，第一次为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
钟；第二次为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

期，时间3分钟；第三次为解除警报，连续3分钟。每次警报
间隔时间 2分钟。届时请全体市民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
工作、生活秩序，并注意对三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

特此公告
宁德市人民政府

本报讯（记者 吴建明）9月 12日晚，市
委书记隋军赴市防指，了解第18号台风“泰
利”动向，进一步研究会商防御工作。她强
调，要贯彻落实省领导批示精神和省市防指
的部署要求，把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坚
决避免人员伤亡，确保实现“不死人、少损
失”的目标。

隋军指出，“泰利”台风可能给我市带来
比较大的风雨影响，各级各部门要保持警惕，
密切关注，齐心协力做好防范工作，切不可掉
以轻心。要强化预警，精心调度。气象、水文
等部门要加强会商、科学研判，全程跟踪、及
时预警，把信息传达到位，以利于各级党委政
府及时掌握台风动向、有效做好防御工作。

各级防指要根据台风动态，对基层一线防御
工作进行点对点、科学高效的指挥调度。要
突出重点，严密防范。海上要防强风大浪，在
限定时间内做好海上人员转移上岸、渔船回
港避风等工作，加强对已转移人员的管理。
陆上要防强降雨。交通、水利、住建、教育、国
土、海洋与渔业等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要互相

配合，各司其责，抓好工程工地关闭、水利工
程巡查、地灾点群众转移、城市防内涝、抢险
队伍和物资准备及校园安全等工作。要落实
责任，靠前指挥。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到岗到
位，基层干部要靠前指挥，把各项防汛工作具
体落实到位。还要加强巡查抽查，以严肃的
追责问责推动工作落实。

新华社福州9月12日电（记者 邰晓
安）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12日逐渐向
我国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计，“泰利”
台风强度强、移速快、范围广，将给福建
省造成较大风雨影响，目前该省已启动
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在11日晚间加强为台风级别后，“泰
利”快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

强。福建省气象部门预计，“泰利”最大
强度可能达超强台风。

受其影响，12日起，福建沿海和各大
渔场便会有大风天气。13日至 14日，闽
外渔场、闽中渔场、闽东渔场东部和钓鱼
岛海域的风力将逐渐增强到 9 级至 11
级，阵风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区
风力可达14级至17级。

降水方面，13日夜里到14日,福建宁
德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
州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局部大暴雨。
15日，宁德市仍将有大雨到暴雨。

根据《福建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福
建省防指已于9月12日提升防台风应急响
应为三级。要求各相关成员单位和沿海各
地密切监视台风动态，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泰利”逐渐逼近 我省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逼近闽东沿海。9月12日下午，近百艘渔船进入福鼎岐头海湾避风，当地组织干部加强引导，确保
渔船有序停靠。同时，开放避风船只聚集点、避灾点，方便上百名外地渔民就近上岸避风。 朱乃章 摄

我市各部门齐心协力我市各部门齐心协力
防 范 台 风防 范 台 风““ 泰 利泰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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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防范台风“泰利”

福 鼎

本报讯（蔡雪玲）9月12日，福鼎市防指
组织相关成员单位收听收看了省、市防御第
18号台风“泰利”视频会议，作出部署安排。
要求严格落实“预警到乡、预案到村、责任到
人”的防汛机制，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
乡、到村（社区），落实到户、到人。

该市把船只避风、渔民转移上岸作为
防御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 12日 17时前，
渔排上的老弱妇幼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海
上所有船只全部就近进港避风，所有景区
景点一律关闭。13日上午10时前，渔排作
业人员撤离上岸。海洋与渔业部门、海事
部门要加强重点指导监管，撤离上岸的海
上人员坚决按照“人离船、人上岸”的要求，
采取“人盯人、人盯船”的措施，扎实做好引
导工作，防止已进港避风船只再次出海和
已转移上岸群众重返渔排渔船，确保不漏
一船、不留一人。

该市要求各防指成员单位全面实行
24小时值班，坚守岗位。包村干部、地灾
点责任人和监测员、避灾点负责人、各包堤
包库领导全面到位。对于全市地灾点130
处共计 1335户 4821人以及其他潜在隐患
点的群众，要求各乡镇根据情况适时做好
全面转移并确保安全。

霞 浦

本报讯（郑小倩 颜晨曦）9月 12日中
午，霞浦县召开全县防台工作会议，对防汛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霞浦县高度重视此次防御工作，于12
时30分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
乡镇（街道）、防指各成员务必按照时间节
点做好陆上和海上人员、船只转移工作，并
封闭危险区域，拉上警戒线、立起警示牌，
严防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严格落实 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监测台风动
态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干部尽快
下到一线，进村入户，切实做好防范台风的
宣传动员工作，把各项工作落实在台风登
陆之前；宣传部门要组织各类媒体滚动播
报台风动态和防御举措，及时提醒广大群
众做好防御避险工作。

同时，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要进一
步落实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好抢险队
伍、抢险设备集结和物资准备，确保一旦发
生险情，能迅速调度队伍、物资投入一线抢
险救灾。

蕉 城

本报讯（颜凑）9月12日，蕉城区召开
全区防御第18号台风“泰利”工作会议，分
析防台形势，启动台风Ⅲ级响应，部署防台
工作。

蕉城区要求各方面要突出重点，将措施
做实、做细、做到位，确保实现“不死人、少损
失”的目标。气象部门要加强预测预报；海
洋渔业部门要组织做好船只回港避风、渔排
及船上人员安全转移工作；水利部门要做好
水库科学调度，加强对水利设施的巡查值
守；国土部门要做好地灾隐患点等群测群防
工作，加密巡查和预警预报；交通部门要做
好桥涵隧道、陡坡、弯道等危险路段及内河
渡船、渡口的巡查，必要时关闭；住建部门要

注意防御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镇内涝，并做
好灯箱、广告的加固；旅游部门要做好景区
的防范，适时关闭景区；教育部门要适时停
课，做好学生离校安全保障工作。

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蕉城区已动员沿
海养殖渔排上的老弱妇幼人员于 12日 17
时前全部撤离上岸，沿海养殖渔排上的劳
动人员务必于13日19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并做好4天左右不能返回渔排作业的准备。

福 安

本报讯（李莹）9月12日，福安市召开
防御第18号台风“泰利”视频会议，全面部
署防御台风工作，并在当日12时启动防台
风Ⅲ级应急响应。

福安市要求，要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
和领导带班制度，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到
实处。要做实做细防御工作。要确保海上
船只全部进港，海上、船上和渔排上人员务
必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全部上岸避风。要重

点做好沿海低洼地带江边船民居住区、外
地民工聚居区和沿海在建工程及其工棚等
危险区域的防大风、防大浪和防洪防潮工
作，在台风影响之前务必全部停止作业，危
险区域人员应全部撤离安置到安全场所。
要加强水库、海堤、防洪堤、水利设施和各
类在建工程的防御工作，扎实做好山洪、地
质灾害防御工作。全市境内的旅游景点于
9月13日之前要全部关闭，疏散旅客，防止
散客滞留在景区内。要切实做好转移群众
的安置工作，加强对已转移群众的看管和
危险地带的巡查监控。

东 侨

本报讯（林凌玲 陈锦雄）9月 12日，
东侨召开防抗第 18号台风“泰利”工作会
议，并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提前做好
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

开发区内在建项目多，为切实提高建
设单位防台意识，建设局开展拉网式排查，

加强对施工现场高空设施和悬挂物的安全
检查，及时疏散工地人员，保障人员安全。

同时，堤闸管理中心加强东湖水位调
度，腾出库容，留足空间应对强降雨；国土
分局、华侨农场对低洼地带，破旧危房等区
域进行排查，做好低洼地带人员撤离；市政
管理中心加大路面巡查，加强易涝地段的
管道疏通与安全警示；九个社区居委会通
过微信群、小区宣传栏，LED屏发布台风动
态信息，增强群众防范意识。

(下转A2版)


